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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移动蜂窝网络中有效数据

传输方法，包括不建立RRC连接而建立有效的数

据链接。特定资源池分为多个资源组以指示待传

输数据的数据量级别。基站可以基于已接收指示

分配适当UL授权给终端。基于该已分配UL授权，

该终端可以将已授权传送块数据量与待传输数

据的数据量比较。如果UL授权足够大，则终端将

在已分配UL资源中传送待传输数据，否则终端可

以重新尝试随机接入。在另一个例子中，终端传

送BSR消息以及尽可能多的数据。如果还有数据

需要传送，则基站可以授权额外的UL资源。在一

个例子中更包括一计时器，为终端用于决定是否

需要等待来自基站的额外UL授权。如果计时器在

接收到额外UE授权之前过期，则终端可以重新尝

试随机接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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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终端从基站接收广播信息，其中，在该广播信息中包含用于随机接入前缀的至少一特

定资源池与至少一非特定资源池；

其中当该终端符合该至少一条件时，该终端使用该至少一特定资源池进行传输数据的

随机接入过程；

从该基站接收随机接入响应，其中，该随机接入响应包含已分配上行链路资源；以及

在该已分配上行链路资源的第三消息(MSG3)中发送媒体接入控制封包数据单元，其

中，该媒体接入控制封包数据单元包含从应用层至该基站的待传输数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至少一特定资源池与至少一非特

定资源池分为不同前缀序列的集合、或者不同合成时频域资源块的集合、或者不同前缀序

列以及合成时频域资源块的集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至少一特定资源池用于无无线资

源控制连接而传送流量数据的随机接入过程，该至少一非特定资源池为该终端用于实现无

线资源控制连接建立/重新建立过程的随机接入过程。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至少一条件是在技术规范中所预

先定义，以支持无无线资源控制连接的流量数据传输。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至少一条件包括下列条件中至少

其中之一：

来自该应用层的流量数据封包大于零；

在该终端的该待传输数据小于一个阈值；

信道条件好于一个阈值；

延迟需求小于一个阈值；以及

期望数据到达间隔大于一个阈值。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待传输数据至少包括终端识别信

息、核心网络的路由信息以及来自该应用层的流量数据封包。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更包括该终端判断是否符合该至少

一条件，如果符合该至少一条件，则选择该至少一特定资源池，以建立无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的流量数据传输。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更包括该终端判断是否符合该至少

一条件，如果没有符合该至少一条件则建立无线资源控制连接的流量数据传输。

9.一种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

终端从基站接收广播信息，其中，在该广播信息中包含至少一特定资源池与至少一非

特定资源池，其该至少一特定资源池中包括至少一资源组；

透过该终端，在时频域资源块上传送前缀序列给基站，其中该前缀序列以及该时频域

资源块至少其中之一从该至少一特定资源池中至少一资源组中选择；

从该基站接收随机接入响应，其中，该随机接入响应包含已分配上行链路资源；以及

在该已分配上行链路资源的第三消息(MSG3)中发送媒体接入控制封包数据单元，其

中，该媒体接入控制封包数据单元包含从应用层至该基站的待传输数据。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透过该终端，在时频域资源块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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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前缀序列给该基站之前更包含：

该终端判断是否满足使用特定资源池的条件。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该使用特定资源池的条件为下列

条件至少其中之一：

来自该应用层的流量数据封包大于零；

在该终端的该待传输数据大小阈值条件；

信道阈值条件；

延迟需求阈值条件；以及

期望数据到达间隔阈值条件。

12.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透过该终端，在时频域资源块上传

送前缀序列给该基站之前更包括：

由该终端计算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

将该所计算出的数据量与数据量级别进行匹配；以及

根据预先定义映射规则从该特定资源池中选择一资源组，其中该资源组对应该数据量

级别。

13.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时频域资源块上传送前缀序列

给该基站之前更包括：

由该终端计算信道条件；

将该所计算出的信道条件与一阈值进行比较；以及

根据信道条件以及预先定义映射规则从该特定资源池中选择一组资源组。

14.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待传输数据至少包括终端识别

信息、核心网络的路由信息以及来自应用层的流量数据封包。

15.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

该至少一特定资源池用于无无线资源控制连接的数据传输。

16.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时频域资源块上传送前缀序列

给该基站之后更包括：

该终端接收以及解码随机接入响应，以及得到随机接入响应中的上行链路授权；以及

该终端判断被授权的传送块的数据量大小是否大于或者等于该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

17.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该随机接入响应中的上行链路授

权由该基站通过在该时频域资源块接收该前缀序列，根据该时频资源块，以及该前缀序列

所在的资源分组所对应的数据量级别决定该分配上行链路授权可传送数据量大小。

18.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终端判断被授权的传送块的数

据量大小是否大于或者等于该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更包括：

当该被授权的传送块的数据量大小大于或等于该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时，藉由该终端

在基于该上行链路授权所指示的上行资源中传送该待传输数据。

19.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终端判断被授权的传送块的数

据量大小是否大于或者等于该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更包括：

当该被授权的传送块的数据量大小大于或等于该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时，藉由该终端

在该媒体接入控制封包数据单元中复用多个媒体接入控制服务数据单元，其中该媒体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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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封包数据单元中包含该待传输数据；以及

该终端在调度传输一第三消息缓冲器中存储该媒体接入控制封包数据单元，以及将该

已分配上行资源中传送该第三消息。

20.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终端判断被授权的传送块的数

据量大小是否大于或者等于该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更包括：

当该被授权的传送块的数据量小于该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时，由该终端重新尝试随机

接入过程。

21.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终端判断被授权的传送块的数

据量大小是否大于或者等于该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更包括：

当该被授权的传送块的数据量大小小于该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时，藉由该终端触发缓

冲器状态报告，以递减优先级在媒体接入控制封包数据单元中传送待传输数据直到该上行

链路授权被用尽；以及

藉由该终端将该媒体接入控制封包数据单元存储在该第三消息中，并将该第三消息在

该已分配上行链路资源中传送至该基站。

22.如权利要求21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待传输数据包括：终端识别信息、

核心网络的路由信息、缓冲器状态报告媒体接入控制控制元素以及来自该应用层的流量数

据封包。

23.如权利要求21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更包括：

该终端将该媒体接入控制封包数据单元存储在该第三消息中；

将该第三消息在该已分配上行链路资源中传送至该基站后，该终端接收以及解码竞争

解决；以及

该终端从该基站接收额外上行链路授权；

该终端在该额外上行链路授权所指示的额外上行链路资源上传输剩余数据，其中，该

剩余数据为该被授权的传送块的数据量大小减去用尽该上行链路授权时已传送数据。

24.如权利要求23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该额外上行链路授权所指示的

额外上行链路资源上传输剩余数据后更包括：

该终端从该基站接收用于确认该剩余数据传输的确认消息。

25.如权利要求21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更包括：

该终端将该第三消息在已分配的上行链路资源中传送至该基站；以及

该终端开启一额外上行链路授权计时器。

26.如权利要求25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更包括：

如果该一额外上行链路授权计时器超时，则由该终端重新尝试随机接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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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为关于一种数据传输方法，特别是关于使用于机器类型通信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MTC)的移动蜂窝网络的有效数据传输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MTC技术的发展，在过去几年中增加了很多蜂窝MTC用户。MTC为空中接口(air 

interface)优化引进了几个新特征(feature)以及需求。3GPP在结构分析(SA)以及无线接

入网络(RAN)工作组对这些新特征以及需求进行了优化。一些共有特征已经在3GPP  TR 

23.888中由SA2指出，例如小数据传输(small  data  transmission)、低功耗(lower  power 

consumption)、时间控制流量(time-controlled  traffic)、不频繁流量(infrequent 

traffic)等。RAN2已经研究了用于MTC的RAN  增强，RAN1也正在研究基于LTE的低成本MTC终

端。

[0003] 图1A为现有技术中随机接入过程(Random  Access  Procedure，下文中简写作RA)

的示意图。图1B为MAC随机接入响信息应示意图。在3GPP  TS  36.300中，当UE(使用者设备，

又可称作终端)初始接入网络时会实施一随机接入过程，并且基于随机接入过程的内容的4

个步骤描述如下：UE基于基站(节点B，或者称作eNB)的配置，基于系统信息，选择一个前缀

(preamble)序列，并在系统信息中配置的时频资源上将前缀串行传输出去。随机接入响应

(response)(MSG  2)  传递(convey)包括至少RA前缀识别符(identifier)，时序提前命令、

初始UL授权(grant)以及临时C-RNTI的分配的信息，如图1A所示。UE透过第二消息(MSG  2)

中所传递的初始UL授权(图1B所示)发送调度传输(第三消息，记作MSG  3)。对于初始接入，

MSG  3中用以传递由无线资源控制协议(RRC)层产生的RRC连接请求，其中该RRC连接请求至

少包括NAS  UE识别符。竞争解决(MSG  4)用以传递竞争解决(contention  resolution)。UE

只有当在竞争解决消息中检测到自己在  MSG  3中提供的UE识别符时，才传送HARQ回馈。

[0004] 与数据封包(data  packet)数据量相比，信令开销(signaling  overhead) 

(PDCCH/MAC  CE/RRC消息)相对更大。而且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更少的开销传送小数据是一个

重要的课题。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移动蜂窝网络中有效传输数据的方法。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有效的数据传输方法，包含终端从基站接收广播信息，其中，在该

广播信息中包含至少一特定资源池与至少一非特定资源池；以及其中当该终端符合该至少

一条件时，该终端使用该至少一特定资源池进行传输数据的随机接入过程。

[0007] 在一实施例中，一些非特定资源池为终端用于实现RRC连接(connected)建立  (重

新建立)的随机接入过程，而特定资源池用于无RRC连接而传送流量数据的随机接入过程。

其中，资源池可以分为不同的前缀序列集合或者不同合成时频域资源块集合或者不同前缀

序列和合成时频资源块的组合的集合。该待传输数据至少包含终端识别信息、核心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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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信息以及来自应用层的流量数据封包。

[0008] 在一个实施例中，基站可以配置至少一个条件以支持无RRC连接的流量数据传输，

或者可以在技术规范中对条件进行预先定义，其中，该至少一个条件可以为下列条件中的

至少一个：需要被传送的来自应用层的流量数据封包的数据量大于零；该终端中待传输数

据量小于一阈值(threshold)；信道条件好于一阈值；延迟要求小于一阈值；以及期望的数

据到达间隔大于一阈值等。

[0009] 如上所述有效的数据传输方法，进一步地透过该终端判断是否该终端满足无RRC

连接的流量数据传输条件，如果该终端满足该条件，则该终端从该特定资源池中选择资源，

用于基于无RRC连接的流量数据传输。如果该终端不满足该条件，则该终端建立一RRC连接

以后再传送流量数据。

[0010]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该终端可以使用一些特定资源池以告知该基站该终端的一些

信息或者特征，例如，信道条件(路径损耗/覆盖范围)、业务数据封包大小、期望数据到达间

隔、延迟要求。该基站尽早得知上述信息或者特征之后，该基站可以给予适当响应，例如：分

配UL授权，其中该授权考虑业务数据大小；使用适当响应以传送UL授权给该基站，其中，该

UL授权基于该终端告知该基站的该信道条件。

[0011] 本发明提供一种终端检测装置，包含：一传送装置，在一时频域资源块上传送一前

缀序列给基站，其中，该前缀序列以及/或者该时频域资源块从一特定资源池中的一资源组

中选择。

[0012] 在一个实施例中，该终端计算信道条件，将该所计算出的信道条件与一阈值进行

比较，并根据信道条件以及预先定义映射规则从该特定资源池中选择一组资源组。

[0013]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该终端计算待传输数据量，将该已计算数据量的值与一数据

量级别进行匹配，并根据一预先定义(predefined)的规则从该特定资源池中选择一资源

组。该待传输数据至少包含终端识别信息、来自应用层的流量数据封包、以及该应用层的流

量数据封包如何透过核心网络以及服务网关传送的路由信息。举例说明，该路由信息为有

关PDN连接的终点(end  point)、或者SGW 的承载(bearer)、其中，承载例如承载资源ID。上

述信息可以由基站初始提供给该终端。或者路由信息可以包含连接ID、令牌(token)以及签

名(signature)。连接ID以及该终端的上下文(context)之间的映射以及连接ID以及SGW之

间的映射可以在基站中存储。

[0014] 在一个实施例中，该终端计算待传输数据量，以及将该已计算数据量与一数据量

级别进行匹配，如果该已计算数据量大于或者等于一阈值，则该终端建立RRC连接以及传送

流量数据。

[0015]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透过基站接收该终端在一时频域资源块上传送的该前缀序

列，以及该基站获取该终端待传输数据量，根据待传输数据量为该终端分配UL资源并在随

机接入响应中传送。在该终端接收以及解码随机接入响应后，该终端判断是否被授权的传

送块(Transmission  Block，TB)数据量大于或者等于待传输数据量。如果被授权的该传送

块数据量大于或者等于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则该终端在该已分配UL资源中传送该待传输

数据。如果被授权的传送块大于或者等于该待传输数据量，则终端在MAC  PDU中复用多个

MAC  SDU，其中，该MAC  SDU中包含可用于传送的数据，以及该终端在该MSG  3缓冲器(第三消

息缓冲器)中存储该MAC  PDU，以及将该MSG  3在已分配UL资源中传送。如果被授权的该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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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数据量小于该可用于传送数据的数据量，则触发BSR报告；同时，该终端将终端识别信息、

核心网络路由信息、BSR  MAC控制元素以及来自应用层的流量数据封包以严格递减优先级

复用，直到该UL授权被用尽，以及该终端将MAC封包数据单元存储在MSG  3中以及在该已分

配UL资源中传送该  MSG  3。如果该传送块数据量小于该可用于传送的数据量，则该终端重

新尝试随机接入过程。

[0016] 在一个实施例中，在该基站解析用于该终端的竞争解决后，该基站授权一额外UL

资源给终端用于剩余数据传送，其中，该UL授权基于来自该终端的已接收的BSR。其中，该剩

余数据为，当先前UL授权被用尽后，剩余的以用于以严格递减优先级复用的终端识别信息、

核心网络路由信息、BSR  MAC控制元素以及来自应用层的流量数据封包的数据。可替换地，

在该终端成功竞争解决后，如果该终端接收到一额外UL授权，则该终端使用该资源传送该

剩余数据。如果在该终端中有剩余数据，但是在一额外的UL授权计时器期间没有从该基站

接收到额外的UL授权，则该终端重新尝试随机接入过程。在从该终端成功解码该剩余数据

后，该基站传送一确认消息给该终端，以及在前一已接收数据之后合并该剩余数据，以及将

该流量数据封包透过一服务网关传送给一适当服务器。

[0017] 本发明提供的有效的数据传输方法可以节省开销(overhead)，从而节省功耗，加

速通信。

附图说明

[0018] 图1A为现有技术中随机接入过程的示意图。

[0019] 图1B为MAC随机接入响信息应示意图。

[0020] 图2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无线通信系统100的示意图。

[0021] 图3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UE以及eNB的协议栈以及部分功能模块示意图。

[0022] 图4A、图4B、图4C以及图4D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数据传输方法的示意流程图。

[0023] 图5为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终端用于无RRC连接数据传输的随机接入资源选择

的方法示意图。

[0024] 图6为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基站用于无RRC连接的数据传输的方法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方式和附图，对

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在此，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但并

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本申请案中所用术语“组件”、“系统”、装置可以是与计算机相关的

实体，其既可以是硬件、硬件与软件的组合，也可以是软件。说明书及权利要求当中使用了

某些词汇来指称特定组件。所属领域中技术人员应可理解，制造商可能会用不同的名词来

称呼同一个组件。本说明书及权利要求并不以名称的差异来作为区分组件的方式，而是以

组件在功能上的差异来作为区分的准则。在通篇说明书及权利要求当中所提及的“包括”和

“包含”为开放式的用语，故应解释成“包含但不限定于”。以外，“耦接”一词在此包含任何直

接及间接的电气连接手段。间接的电气连接手段包括通过其它装置进行连接。

[0026] 图2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无线通信系统100的示意图，无线通信系统100  包含

为不同类型终端102以及103服务的基站101。不同类型终端，例如，终端A  102 以及终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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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可以具有不同类型流量，例如大数据流程量或者小数据流程量，或者为人对人(Human-

to-Human，H2H)装置或者机器类型通信(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MTC)装置。不同类

型终端可以在相同地理区域或者小区内，由相同基站提供服务。然上述系统结构仅为示例，

本发明不限于任何特定无线通信系统。

[0027] 图3为UE141以及eNB142协议栈的简化方块示意图。UE141具有物理层栈(physical 

layer  stack，PHY)、MAC层(MAC)、无线链路控制(RLC)、分组数据控制协议(Packet  Data 

Control  Protocol，PDCP)以及无线资源控制  (Radio  Resource  Control，RRC)。eNB142具

有与UE141通信的对应协议栈，包含PHY、MAC、RLC、PDCP以及RRC。

[0028] UE141以及RF收发器模块150耦接到天线171，以及RF收发器模块150  从天线171接

收RF信号，将其转换为基频信号，以及发送给处理器151。RF 收发器150也将从处理器151接

收的基频信号转换为RF信号，以及发送给天线  171。处理器151处理已接收基频信号以及激

活不同功能模块实施UE141中功能。存储器152存储程序指令以及数据以控制UE141的运作。

图3进一步给出实施本发明的实施例的4个功能模块153至156的示意图。链路连接模块153

与多个点或者多个eNB建立连接以支持数据传输。配置(Configuration)模块154  用于存储

与特定资源池有关的配置。解码模块155解码已接收数据流。检测模块156检测UE是否满足

至少一预先定义特定条件。

[0029] eNB142具有RF收发器模块160，其中，RF收发器模块160耦接到天线172，用于从天

线172接收RF信号，将其转换为基频信号以及发送给处理器161。RF 收发器模块160也将从

处理器161接收的基频信号，以及将其转换为RF信号，以及发送给天线172。处理器161处理

已接收基频信号，以及激发不同功能模块以实施eNB142中的功能。存储器162存储程序指令

以及数据以控制eNB142的运作。图3给出实施本发明的实施例的eNB142中的4个功能模块

163至166。链路连接模块163管理eNB间以及UE与eNB之间的连接。配置模块164用于存储资

源池分配的配置，以及与资源池配置的相关信息。解码模块165解码待发送数据。检测模块

166检测UE是否满足至少一预先定义特定条件，或者透过从UE接收对应信息而判断UE是否

满足该至少一预先定义特定条件，从而用于决定后续运作，例如对于特定资源池的使用给

予UL授权等。

[0030] 图4A、图4B、图4C以及图4D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数据传输方法示意流程图。如图

4A所示，基站可以广播系统基站系统信息(System  Information，SI)，该系统信息包含有关

发送给终端的随机接入的配置以及其他信道信息。在该配置中，可以有几个分开的资源池，

不同资源池可透过不同前缀序列集合(set)  或者不同合成(composite)时频域资源块

(time-frequency  region)集合或者不同前缀序列以及合成时频域资源块的组合而分开。

其中一些资源池为终端用于  RRC连接建立(重新建立)((Re-)establishment)为目的的随

机接入过程，另外的特定资源池为终端用于实施以未建立RRC连接而传送数据为目的的随

机接入过程。

[0031] 在其他实施例中，终端可以使用一些资源池，用于通知基站关于该终端的一些消

息或特征，例如信道条件(例如路径损失(pathloss)或覆盖(coverage)等)、流量数据封包

的数据量、期望的数据到达期间(time  of  arrival)、延迟要求等。藉由这些先前信息，基站

就能提供适当的响应，例如考虑流量数据封包的数据量来分配UL授权，以及基于终端所通

知的信道条件、使用适当的资源池将UL授权传送至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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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如果基站想要支持无RRC(non-RRC)连接的数据传输方法，基

站可以为终端配置一些条件，使得终端可以尝试在无RRC连接建立(重新建立)而传送数据。

上述条件可以为下列条件中的至少一个的组合：

[0033] 来自应用层的需要被传送的流量数据封包大于零；

[0034] 在终端的待传输数据小于一个阈值；

[0035] 信道条件好于一个阈值；

[0036] 延迟需求小于一个阈值；

[0037] 期望数据到达间隔(interval)大于一个阈值。

[0038] 可替换地，上述规则可以在技术规范(specification)中预先定义。

[0039] 其中，待传输数据至少包含终端识别信息，核心网络的路由信息以及来自应用层

的流量数据封包。终端识别信息可以为终端识别符或者可区别于其他终端的信息。路由信

息为核心网络用于将流量数据封包透过服务网关路由给适当的服务器的信息。

[0040] 在另一实施例中，如果基站能够支持具有特殊要求或是特殊条件的终端，例如终

端具有极端的信道条件、或是具有特殊的延迟要求，则基站可结合一或多种上述条件配置

于终端。也就是说，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终端才能使用其他特定资源池，而并不限于无RRC

连接情况。具体说来，例如，在RRC连接情况下，基站可以结合一或者多种上述条件配置终

端，从而在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情况下，终端可以使用其他特定资源池。

[0041] 为了由基站有效调度(schedule)终端以及分配资源，特定资源池中的资源  (前缀

序列或者合成时频域资源块或者前缀序列以及合成时频域资源块的组合)可以分为几个

组，其中每个组用于指示一个待传输数据量级别(size  level)。特定资源池中的资源分组

可以由基站配置。可替换地，特定资源池中的资源分组可以在技术规范中预先定义。

[0042] 基站可以配置附加的映射规则(mapping  rule)，用以指示在特定资源池中的每一

个资源分组如何对应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级别。在另一实施例中，此附加的映射规则为特

定资源池中的每一个资源分组如何对应信道条件级别。可替换地，该映射规则可以在技术

规范中预先定义。

[0043] 终端从基站接收系统信息，并从中获取用于随机接入过程的配置，或者从技术规

范中获得一些预先规定的规则。终端判断是否有特定资源池，以及如果有特定资源池，终端

会从系统信息中获取使用上述特定资源池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基于已获取条件，终端可以

判断自己是否满足全部条件，例如，终端可以计算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测量信道条件或

者/以及估计数据到达间隔(interval) 以及等等。如果终端满足所有条件，则可以使用该

特定资源池中的资源。

[0044] 终端计算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的值，以及将该计算值基于预先规定的规则匹配到

某个数据量级别。终端根据所匹配到的数据量级别找到特定资源池中对应的一个，其中，特

定资源池中对应的一个可以指示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级别分组，并且终端可以从该分组中

选择一个前缀序列以及/或者时频域资源块。然后，终端将该已选择前缀序列在已选择时频

域资源块上传送。

[0045] 在另一实施例中，终端藉由接收PSS/SSS下行广播信道(例如PBCH或者  PDCCH或者

PDSCH传递系统信息块(PDSCH  convey  SIB))以及/或是其他物理信道/信号或测量(例如参

考信号接收功率(Reference  Signal  Received  Power，  RSRP))，会得知下行信道条件。基

说　明　书 5/14 页

9

CN 104737614 B

9



于下行信道条件，终端依据预先定义的规则将信道条件(路径损失/覆盖条件)匹配至数据

量级别，并且从特定资源池的一分组中选择一前缀序列以及一时频域资源块，其中此分组

用以指示基于此额外匹配规则的信道条件(路径损失/覆盖条件)。然后，终端在已选择的时

频域资源块上传输已选择的前缀序列。

[0046] 可替换地，如果终端不满足无RRC连接建立(重新建立)而传送数据的条件，那么终

端可以回退(fall  back)以建立RRC连接，使用用于建立RRC连接的资源池以实施随机接入

过程。

[0047] 基站在时频域资源块上接收随机接入前缀序列，并判断是否该前缀以及/或者合

成时频域资源块在该已配置或预先定义的特定资源池中。在特定资源池用于无RRC连接的

实施例中，如果该前缀以及/或者合成时频域资源块在该特定资源池中，那么基站可以得知

该终端试图无RRC连接建立(重新建立)而传送流量数据。在另一实施例中，此终端试图通知

基站其信道条件(路径损失/覆盖条件)。此外，基站可以基于已配置或者预先定义或配置的

映射规则，例如终端可传输的数据的数据量级别或是信道条件(路径损失/覆盖条件)，透过

前缀序列以及/或者合成时频域资源块所在的资源分组来获得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级别信

息。知道待传输数据量级别后，基站可以为终端基于该数据量分配UL授权给终端，并在对终

端的接入响应中传送。在一实施例中，数据量级别可以是终端可传输的数据的数据量级别。

[0048] 可替换地，在随机接入响应中，基站可以分配一个小于从前缀序列以及/或时频域

资源块中获得的待传数据量的UL授权给终端。

[0049] 在另一实施例中，基站使用适当的下行资源池并且基于数据量级别传输已分配的

UL授权，其中该数据量级别用以指示信道条件(路径损失/覆盖条件)。信道条件可以是下行

信道条件，其中该下行信道条件可由终端接收PSS/SSS以及/ 或是其他下行信道/信号时来

加以估算。藉由下行信道条件，基站能够在传输下行信道时权衡(trade  off)可靠度与接入

开销(overhead)。另一方面，基站能够藉由接收终端所传输的时频资源块上的随机接入前

缀序列(例如假设终端以全功率  (full  power)来传输)，而估算上行信道条件(路径损失/

覆盖条件)。基于信道条件(路径损失/覆盖条件)的估算，并且考虑鲁棒性(robustness)以

及系统接入(access)开销，基站能够安排适当的UL授权，使终端能够传输UL数据。

[0050] 终端可以从基站接收随接入取响应。如果随机接入响应包含对应已传送随机接入

前缀的识别符，则终端可以判断该随机接入相应中的被授权的传送块  (TB)的数据量是否

等于或者大于待传输数据量。如果被授权的传送块的数据量等于或者大于待传输数据量，

那么终端可以将待传输的所有数据传送给基站，其中，待传输数据至少包含终端识别符信

息、核心网络的路由信息以及来自应用层的流量数据封包。

[0051] LTE/LTE-A系统中，终端可以在一个媒体接入控制(MAC)封包数据单元  (Packet 

Data  Unit，PDU)中传送多个MAC服务数据单元(Service  Data  Units，  SDU)，其中MAC  SDU

包含全部的待传输数据。终端将这个MAC封包数据单元存储在MSG  3缓冲器(Buffer)中，并

且在UL授权中传输MSG  3。

[0052] 如果被授权的TB的数据量小于待传输数据量，那么终端可以重新尝试随机接入过

程。可替换地，如果被授权的TB的数据量大于待传输数据量，那么终端可以假设基站暂无法

支持基于无RRC连接的数据传输，并且回退到一般的随机接入过程，进行RRC连接建立(重新

建立)。可替换地，如图4B所示，如果被授权的TB的数据量小于待传输数据量，那么终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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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缓冲器状态报告(Buffer  State  Report，BSR)，终端可以以严格递减优先级在MAC  PDU

中传送终端识别信息、核心网络的路由信息、BSR  MAC控制元素以及来自应用层的流量数据

封包，直到UL授权被用尽。终端将该MAC  PDU存储在MSG  3中，并将MSG  3在已分配的UL资源

中传送。

[0053] 基站接收以及解码终端传送的数据，如果在随机接入响应中，基站基于终端指示

的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级别来进行UL授权，或者终端上报的BSR数据量为零，那么基站可以

假设全部流量数据封包已经完全传送完毕。基站可以传送竞争解决消息给终端，并将流量

数据封包透过服务网关传递给适当的服务器。

[0054] 可替换地，如果基站在随机接入响应中没有为终端分配足够大的UL授权，或者非

零BSR被触发并且在MSG  3中被传送，那么基站可以为终端授权一个额外的UL资源，用于终

端在完成竞争解决后传送剩余数据(remaining  data)，其中，如图4C所示，剩余数据可以为

在先前UL授权被用尽后，以严格递减优先级排列的终端识别信息、核心网络的路由信息、

BSR  MAC控制元素以及来自应用层的流量数据封包的剩余数据。

[0055] 在终端成功完成竞争(contention)解决(resolved)之后，如果终端已经传送全部

数据封包，那么终端假设所有数据已经成功被基站接收，此时终端将回到空闲(idle)模式。

可替换地，如图4D所示，在终端成功完成竞争解决之后，如果终端在额外UL授权计时器内，

收到一个额外的UL授权，那么终端可以将剩余数据使用该UL资源传送给基站。可替换地，如

果在终端有剩余数据，但是没有从基站在额外的UL授权计时器内接收到额外的UL授权，那

么终端可以重新尝试随机接入过程。

[0056] 如果基站将额外的UL资源传送给终端，那么基站将接收并解码该UL资源上的剩余

数据。在成功解码数据之后，基站可以传送确认(ACK)消息给终端，并将剩余数据和先前接

收的已传输数据进行合并，并将流量数据封包透过服务网关传送给适合的服务器。

[0057] 网络中的一些类型流量典型地为下行链路(Down  Link，DL，可以简称做下链或者

下行)以及上行链路(Up  Link，UL，可以简称做上链或者上行)中的小封包，以及此外某些应

用典型地为UL中的重(heavy)接入开销。举例说明，基于3GPP  TR  37 .868中规定的流量特

定，3GPP  TR  36 .888给出了MTC的流量模型，其中，在秒级别以及分钟级别的UL间隔

(interval)情况下，用于低成本MTC的  UL常见的封包数据量为1000比特。在RP-121282中，

沃达丰组(VodafoneGroup)  给出了智能仪表的典型流量，该智能仪表的典型流量为低时延

要求、低数据速率的小封包，例如在UL为100字节/消息，以及DL为20字节/消息。在这些情况

下，封包数据量与信令开销是可以相比的，例如用于RRC连接建立(重新建立)  ((Re-)

establishment)的信令开销。另一方面，用于建立RRC连接的时间可能比封包传输时间更

长。当大量终端用户处于网络中时，这将会降低整个网络的效能。因此，高效的数据传输方

法是很必要的。同时，如果终端可以在没有发送/接收大量控制信令时传送小数据，功耗可

以进一步降低。

[0058] 随机接入过程为用于下列过程而实施：RRC连接建立(重新建立)过程、切换、或者

RRC_CONNECTION状态下DL或者UL数据到达。随机接入是对于所有终端初始连接以及数据传

输的必要过程。为了以较高效率传送数据，数据可以不经建立RRC连接而传送。但是，为了更

有效地传送数据，如何由终端向基站报告待传输数据量就是第一步。基站如何为终端分配

适合的UL授权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由终端在没有建立R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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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情况下传送数据。更进一步说，需要完整的回退(fall  back)机制以保证数据传输，例

如，如果基站没有在开始时分配足够大的UL资源终端可以做什么，以及如果终端进一步请

求UL授权时，基站可以如何回复等。

[0059]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基站可以广播系统基站系统信息，该系统信息包含有

关发送给终端的随机接入的配置以及其他信道信息。在该配置中，可以有几个分开的资源

池，资源池可以透过不同前缀序列集合(set)或者不同合成  (composite)时频域资源块

(time-frequency  region)集合或者不同前缀序列以及合成时频域资源块的组合而分开。

其中，一些资源池(即非特定资源池)为终端用于实现建立RRC连接(重新)的随机接入过程，

其他为特定资源池，用于无  RRC连接而传送流量数据的随机接入过程。进一步说，为了由基

站有效调度终端以及分配资源，特定资源池中的资源(前缀序列或者合成时频域资源块或

者前缀序列以及合成时频域资源块的组合)可以分为几个组，以及每个组指示待传输数据

的一个数据量级别。特定资源池中的资源分组可以由基站配置。可替换地，特定资源池中的

资源分组可以在技术规范中预先定义。

[0060] 基站配置附加的映射规则，用以指示在特定资源池中的每一个资源分组如何对应

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级别。可替换地，该映射规则可以在技术规范中预先定义。

[0061] 本发明提供一种有效的传输数据的方法及装置，如图5所示。图5为根据本发明一

个实施例，终端用于无RRC连接数据传输的随机接入资源选择的装置。在基站侧，基站可以

将配置信息以及数据传输条件广播给终端，然后从终端接收随机接入前缀，并且获取该终

端的数据量级别，最后，如果终端为尝试进行无RRC连接的数据传输，则基于已获取数据量

级别为该终端分配UL授权。

[0062] 与图5对应地，图6为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基站，用于无RRC连接的数据传输的

配置装置。其中，首先终端读取从基站获得的配置以及条件，然后判断是否终端满足所有无

RRC连接的数据传输条件，然后基于配置信息，将具有一前缀的资源传送给基站以指示终端

所需资源数据量。具体而言，终端从基站接收系统信息，以及从基站获取配置信息或者一些

技术规范中预先定义的规则。终端判断是否有特定资源池以及如果有特定资源池，那么终

端获取传输条件以使用上述特定资源池。

[0063] 下面联合参考图5以及图6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基站可以配置两个分开的资

源池，一个用于RRC连接建立(重新建立)的正常(normal)随机接入过程，另一个特定资源池

用于无RRC连接的数据传输的随机接入过程。举例说明，对于用于正常随机接入过程的资源

池以及特定资源池，前缀序列根值  rootSequenceIndex可以设定为分别0以及500，但是两

个资源池共享相同的时频资源块配置prach-ConfigInfo为20。可替换地，正常资源池以及

特定资源池的时频资源块配置prach-ConfigInfo分别设定为0和20，但是共享相同

r o o t S e q u e n c e I n d e x  为0。可替换地 ，正常资源池以及特定资源池的前缀

rootSequenceIndex分别设定为0和500，以及prach-ConfigInfo分别设定为0和20。可替换

地，另一个分开前缀资源方法为正常以及特定资源池共享相同的前缀序列根值

rootSequenceIndex，但是正常资源池为前32个序列，以及特定资源池为正常资源池后面紧

接的64个序列。

[0064] 用于无RRC(non-RRC)连接的数据传输的条件由基站配置可替换地，该条件可以在

技术规范(specification)中预先定义，满足该条件下，终端尝试在无  RRC连接建立(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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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而传送数据。上述条件可以为下列条件中的至少一个的组合：

[0065] 来自应用层的需要被传送的流量数据封包大于0；

[0066] 终端的待传输数据的小于一个阈值，例如125字节；

[0067] 信道条件好于一个阈值，例如路径损耗小于Pmax；

[0068] 以及期望数据到达间隔大于一个阈值，例如320ms。

[006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特定资源池可以分为12个组，表1给出了根据本发明一

个实施例的特定资源池中每个资源组如何映射到数据量级别的规则。特定资源池中

rootSequenceIndex为500以及特定资源池中前缀序列的数量为64。前缀序列分为4个组以

及每个组具有64/4＝16个序列。前缀组N一般由来以  rootSequenceIndex为500为起始的第

(N+1)个～16×(N+1)个序列组成。表2描绘了在所支持的125字节的最大数据包数据量内的

数据包数据量级别。

[0070] 表1:特定资源中资源组与数据量级别的映射规则

[0071] (以具有4个前缀组的FDD  PRACH配置索引10子帧{2,5,8}为例)

[0072]

  前缀组0 前缀组1 前缀组2 前缀组3 

子帧2 0 3 6 9 

子帧5 1 4 7 10 

子帧8 2 5 8 11 

[0073] 表2:数据包数据量级别

[0074]

[0075] 在另一实施例中，特殊资源池中资源组的数量可以由基站所配置。一个或多个

rootSequenceIndex以及/或是一个或多个prach-ConfigInfo为在特定资源池中被配置。在

一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rootSequenceIndex以及/或是一个或多个  prach-ConfigInfo被

匹配于一数据量级别，其中该匹配是基于每个资源组如何匹配数据量级别的规则。在另一

实施例中，在一prach-ConfigInfo中的物理资源池可被进一步区分为数个资源组。并且每

个搭配相同或不同rootSequenceIndex的资源组被匹配于数据量级别。以下揭露了PRACH-

Config消息元素的一个案例。  PRACH-ConfigSpecial被配置于PRACH-Config  IE之中，在一

个或多个  rootSequenceIndex与prach-ConfigInfo之前传送RootSequenceGroupNum以及 

prach-ConfigInfoNum。

[0076] 下面示例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Prach配置(PRACH-Config)的示意元素。

[0077] PRACH-Config消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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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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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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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0081] 终端从基站接收系统信息，并从中获取用于随机接入过程的配置，或者从技术规

范中获得一些预先规定的规则。终端判断是否有特定资源池，以及如果有特定资源池，终端

会从系统信息中获取使用上述特定资源池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基于已获取条件，终端可以

判断自己是否满足全部条件，例如，终端可以计算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测量信道条件或

者/以及估计数据到达间隔(interval) 以及等等。如果终端满足所有条件中任一个，则可

以使用该特定资源池中的资源。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终端计算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

其中，待传输数据包含终端识别信息(例如终端ID或者作为其他终端的不同信息)、核心网

络的路由信息(例如，用于封包路由的NAS信息)以及来自应用层的流量数据封包。所属领域

技术人员可以了解，终端识别信息也可以为终端识别或者其他识别信息。路由信息为核心

网络用于将流量数据封包透过服务网关路由给适当的服务器的信息。终端也测量路径损

耗，以及估计期望数据到达间隔。举例说明，已计算待传输数据量等于15字节，这小于阈值

125字节，或者路径损耗小于Pmax；或者下一个数据封包期望在400ms时到达。终端可以使用

资源池以实施为了  RRC连接建立(重新建立)过程的随机接入过程，以及作为其他终端实施

随机接入过程。

[0082] 如果终端满足所有无RRC连接而传送数据所需的任一个或者多个条件，终端可以

进行用于无连接而传送数据的随机接入过程。终端计算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的值，以及将

该计算值基于预先规定的规则匹配到某个数据量级别。终端根据所匹配到的数据量级别找

到特定资源池中对应的一个可以指示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级别分组，并从该分组中选择一

个前缀序列以及/或者时频域资源块。然后终端将该已选择前缀序列在已选择时频域资源

块上传送。举例说明，终端计算的出待传输数据量为15个字节，终端根据表2将待传输数据

量归结到索引3。根据表1，前缀序列可以从前缀组1中选择，以及在子帧2中传送。

[0083] 可替换地，如果终端没有满足上述任何条件，或者来自应用层没有待传输流量数

据封包，则终端回退以建立RRC连接，举例说明，已计算待传输数据量等于127字节，这比阈

值125字节大，或者路径损耗大于Pmax；或者下一个数据封包期望在100ms到达。终端可以使

用资源池以实施为了RRC连接建立(重新建立)过程的随机接入过程，以及作为其他终端实

施随机接入过程。

[0084] 基站在时频域资源块上接收随机接入前缀序列，以及判断是否该前缀以及/  或者

时频域资源块在该已配置或者预先定义的特定资源池中。如果在该特定资源池中，那么基

站可以知道该终端试图无RRC连接建立(重新建立)而传送流量数据。基站也可以基于已配

置或者预先定义映射规则，透过前缀序列以及/或者时频域资源块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级

别。知道数据量级别，基站可以为终端基于该数据量级别在对终端的接入响应中，分配UL授

权给终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基站从终端在子帧2接收已传送前缀序列。既然该前

缀序列从前缀序列组1中选择而且在子帧2传送，根据表1的映射规则，指示数据包数据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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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索引3。作为结果，基站获取数据包数据量级别为14<BS<＝17字节，根据表2。因此基站

为该数据包数据量值分配能够承载18字节数据量数据包的UL授权，这比终端所请求的17字

节大。基站将这个能够承载18字节数据量数据包的UL授权复用(multiplex)在随机接入相

应的MAC  PDU中，由基站传送给终端。如图1B 的MAC随机接入响应示意图所示，这个MAC  PDU

中也包含如图1B所示的R/时序提前指令/临时C-RNTI(R/Timing  Advance  Command/

Temporary  C-RNTI)。

[0085] 终端从基站接收随机接入响应，其中，基站传送的随机接入响应对应已传送前缀

序列，终端比较是否已授权TB数据量可以适应所有待传输数据。举例说明，如果15字节为待

传输数据量，基站分配的UL资源大于15字节，终端可以将全部待传输数据传送给基站，其

中，待传输数据至少包含终端识别符信息、核心网络的路由信息以及来自应用层的流量数

据封包，在LTE/LTE-A系统中，可以在MAC封包数据单元(Packet  Data  Unit，PDU)中包含多

个MAC服务数据单元  (Service  Data  Units，SDU)，终端可以在MAC  PDU中复用MAC  SDU，其

中MAC  SDU其中包含所有待传输数据，以及在MSG  3缓冲器中存储MAC  PDU，以及将已分配UL

资源中MSG  3传送出去。

[0086] 基站从终端接收以及解码数据，既然基站基于待传输数据的数据量级别调度UL授

权，那么基站可以假设全部流量数据封包已经被全部传送完毕，然后基站可以传送竞争解

决消息给终端，以及将流量数据封包传递给核心网络，透过服务网关传送给适当的服务器。

[0087] 换言之，基站可以使用较小的UL授权回复随机接入响应，这与待传输数据量相比

较小，其中，该UL授权从已选择前缀序列以及/或者时频域资源块中选择以及解码。举例说

明，在基站获取数据包数据量级别为14<BS<＝17字节的请求时，基站分配一个可以承载TB

数据量等于10字节的UL授权。

[0088] 相对应的，终端解码随机接入响应，得到一个数据量小于待传数据量的UL  授权，

终端可以重新从特定资源池的组中选择资源，以及重新尝试随机接入过程。举例说明，终端

通过解码随机接入相应，得到一个TB数据量为10字节的UL  授权，其中10字节小于待传输数

据量为15字节，则终端将重新从特定资源池的组中选择资源，以及重新尝试随机接入过程。

[0089] 可替换地，当终端发现已授权TB数据量为10字节，10字节小于待传输数据  15数据

量15字节，终端可以假设基站不支持基于无RRC连接的数据传输，以及回退到传送MSG  3作

为随机接入过程，以进行RRC连接建立(重新建立)。

[0090] 可替换地，当终端发现已授权TB数据量为10字节，10字节小于待传输数据的数据

量。那么终端将10个字节复用，具体而言，终端可以以严格递减优先级顺序在MAC  PDU中复

用(multiplex)终端识别信息，核心网络的路由信息，BSR  MAC控制元素以及来自应用层的

流量数据封包，直到UL授权被用尽其中，BSR  指示剩余数据的6字节(1字节用于报告BSR)，

终端将MAC  PDU存储在MSG  3 中以及将MSG  3在已分配UL资源中传送。

[0091] 如果基站为终端分配了一个小于其请求的UL授权，基站将在为终端解决了竞争解

决之后传送一个额外的UL授权给终端，用于剩余数据传送。其中，该额外授权数据量根据终

端上报BSR数据量进行分配。举例说明，基站分配一个TB 的数据量等于10字节调度UL授权

给终端，而终端的请求为14<BS<＝17字节，基站分配的授权小于终端的请求，此时，基站将

分配一个额外的UL授权。其中，这个额外的UL授权数据量根据终端上报的BSR数据量进行分

配。举例说明，基站在传送的MSG  3消息中上报了6字节的BSR，则基站通过解码获得MSG  3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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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根据MSG  3中BSR的所指示的数据量，分配终端一个额外的TB数据量为6字节的UL授权。

[0092] 在终端成功竞争解决之后，可以假设全部已传输数据已经由终端成功解码，如果

终端已经传送全部数据封包，那么终端假设所有数据已经成功解码，以及回到空闲(idle)

模式。可替换地，在终端成功竞争解决之后，如果终端在额外  UL授权计时器内，收到一个额

外的UL授权，那么终端可以将剩余数据(例如6  字节数据)使用UL资源而传送。可替换地，如

果在终端有剩余数据，但是没有从基站在额外的UL授权计时器内接收到额外的UL授权，那

么终端可以重新尝试随机接入过程。

[0093] 基站可以使用已调度UL资源接收剩余数据，在传送额外UL授权后。在成功解码数

据之后，基站可以将确认(Ack)消息传送给终端，将剩余数据与先前接收的已传送数据合并

起来，以及将流量数据封包透过服务网关传递给适合的服务器。

[0094] 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上述实施例仅为示例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所属

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申请中实施例进行均等变形以及润饰修改，皆未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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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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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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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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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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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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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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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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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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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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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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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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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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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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